
特首訪港大了解原創科研項目

疫情持續穩定，特區政府昨

日公布，香港今年6月零售業總

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為281億

元，按年上升5.8%，而今年上

半年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

估計上升8.4%。特區政府發言

人指出，消費券計劃將有助刺

激本地消費意慾，如疫情持續

受控並實現更廣泛的疫苗接

種，可以創造條件讓零售業改

善及達至全面的經濟復甦。中

文大學商學院高級講師李兆波

認同，在內地與香港未恢復正

常通關的情況下，香港的消費

市道若沒有消費券帶動，難有

上升空間，而在消費券刺激

下，估計本月的銷貨價值有望

直逼超過3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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賑災籌款戶口

民建聯籌得500萬元助河南賑災

●民建聯領
導層把籌得
善款共500
萬 元 支 票
交 予 中 聯
辦，由中聯
辦副主任何
靖代表接收
轉交。

●清華大學
經濟管理學
院在香港的
校友為河南
賑災募集善
款 111 萬
元，由中聯
辦副主任譚
鐵牛代表接
收轉交。

專家料本月銷貨值逾300億
6月臨時估值年增5.8%達281億 消費券帶動有上升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為支援河南省防汛救災工
作，民建聯於7月下旬發起籌款行動，截至7月31日共籌得
善款500萬元。民建聯一眾領導層昨日將善款支票交予中聯
辦副主任何靖，由中聯辦將善款轉交河南省相關部門。「我
們衷心祝願河南同胞平安度汛！」

江蘇社總捐268萬助河南
香港江蘇社團總會會長唐英年一行人昨日前往中聯辦捐款
268萬港元，支援河南防汛救災工作。唐英年表示，「自從河
南出現水災，香港江蘇社團總會立即進行募捐，呼籲廣大會員
和在港江蘇鄉親慷慨解囊，發揮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精神，
為河南的同胞表示一點愛意，讓他們感受到我們香港人對他們
的愛護及支持。大家募捐反應非常踴躍，在短短數天的時間已
經籌到兩百多萬，希望可以為河南的同胞出一份力。」

清華在港校友籌逾百萬賑災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在港的校友也在短短4天時間內，為
河南賑災募集善款達港幣111萬元，並於昨日通過中聯辦轉交
河南相關機構，專項用於災區的教育項目，由中聯辦副主任譚
鐵牛代表接收轉交。此次捐款由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香港校友
會、清華大學經管學院MBA香港校友會和清華大學經管學院
EMBA港澳校友會聯合發起，他們表示，已和清華大學河南校
友組織多次溝通，了解災情，確保用好捐款資金。

●香港江蘇
社團總會昨
日將募捐的
268萬港元
善款捐至中
聯辦賑災專
戶。
受訪者供圖

在今年6月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中，
網上銷售佔8.1%，約為23億元，

按年上升63.8%。按年比較，其他未分類
消費品的銷貨價值上升16%；珠寶首
飾、鐘錶及名貴禮物升31.8%；服裝升
18.8%；電器及其他未分類耐用消費品上
升10.6%；超級市場貨品的銷貨價值則下
跌 7%；食品、酒類飲品及煙草下跌
1.6%；百貨公司貨品下跌20.3%。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在本地疫

情穩定及勞工市場改善的情況下，消費
需求進一步恢復，零售銷售在6月繼續按
年上升，但由於訪港旅客稀少，零售銷
售仍遠低於衰退前的水平。

如廣泛接種 利經濟復甦
發言人強調，消費券計劃將有助刺激
本地消費意慾，為零售業提供支持。如
疫情持續受控並實現更廣泛的疫苗接
種，可以創造條件讓零售業改善及達至
全面的經濟復甦。
李兆波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去

年疫情較嚴峻，市民較多留家用膳，導
致超市食品等消費增多，但今年疫情緩
和，社交距離措施放寬，市民多了外出
用餐，以至超市用品及食品的需求下
降。
他預計，未來消費數據仍會有升幅，

受消費券帶動，本月更可能達至超過300
億元，相信全年經濟增長有機會超越預
算案時估計的5.5%。

食肆生意增10% 近半用消費券
稻苗學會會長黃傑龍昨日接受電台訪

問時表示，電子消費券計劃涉370億元，
相信當中100億元至150億元將流入餐飲
業中。消費券派發首日，不少人外出購
物，許多食客手持購物袋入餐廳，食肆

生意額普遍有一成增長。他所在集團旗
下有40間分店，平均約一半顧客使用消
費券付款。
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邱安儀表示，消

費券對經濟的帶動力強，前日有商舖的
生意增長五成，部分商舖的生意倍增。
雖然首期消費券只有2,000元，但部分人
把家庭成員的消費券集合使用，以購買
高價產品。對較低價的日常用品，市民
亦更願意購買，故各類別零售業普遍受
惠。
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表示，派

發消費券後，屋邨商場人流增加，但基
層市民仍是「應買則買」，街市檔主則
普遍失望，因為市民較少到街市額外消
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中西區
多個商會及組織為配合政府5,000元消
費券，聯合發起「吃喝玩樂 開心中西
區獎賞計劃」，通過黃金大抽獎、區
內店舖消費優惠獎賞、主題市集等活
動，希望帶動區內消費活力，計劃吸
引包括海味舖、藥材店、餐廳、超級
市場在內超過500間商戶參與，由今
年8月中至明年1月活動期間，將向市
民送出超過2,000萬元的禮品及優惠。
「吃喝玩樂 開心中西區獎賞計

劃」於8月中開始接受登記，為期6個
月，市民在活動網站登記姓名及電話
後，可憑確認短訊在中西區內超過500
間店舖享受不同「商戶優惠及獎
賞」，不少店舖因應消費券，已安裝
各款電子支付平台供市民選擇。其
中，寶湖飲食集團推出抗疫食療套
餐，加入可提高免疫力的健康食材，
活動期內半價推廣。蘭桂坊部分酒
吧、商店和餐廳亦參與計劃，向顧客
提供半價至九折不等的優惠。
百年藥店百成堂則推出滿贈優惠，

金銀花、木耳、燕窩等買二送一，部
分蟲草五折，購買兩盒還贈送價值198
元的元貝。百成堂副總經理林炳南表

示，希望活動能帶來額外兩成生意。
有45年歷史的通泰超市則推出正價
貨品九五折優惠。該超市老闆李豐年
為活動籌備委員會聯席主席，期望活
動吸引更多區外市民消費，並為超市
帶來5%至10%生意增長。

足金抽獎可望獨得八両金
為鼓勵更多市民接種疫苗，他們更
推出「開心中西區疫苗齊接種齊齊有
獎賞」，凡於中西區居住或上班，年
滿18歲的市民，可以參與每月一次的
足金抽獎活動，活動分六期舉行，前
五期每月抽出8位得獎，各獲一両
足金，第六次抽獎產生的幸運兒更可
一人獨得八両足金。
活動籌備委員會召集人兼統籌葉永

成表示，中西區約有30萬居住或流動
人口，抽獎活動旨在鼓勵積極接種疫
苗，預計首次抽獎於本月底進行，詳
情稍後於網上公布。
他們還將於歲晚期間推出「開心假日

行人坊」活動，通過不同主題市集、特
色攤檔吸引區外人士參與；另推出多項
文娛康樂活動及地區送溫暖行動，提升
區域活力、發揚善心和關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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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特
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訪問香港
大學，了解該校科研團隊推動的原
創科技和研究項目，並聽取該校最
新發展。她表示，國家《十四五規
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
新科技中心，足證中央對香港創科
的重視和信心，「我期望港大繼續
在相關範疇致力尋求突破，匯聚國
際知名創科學，為香港培育更多
人才，共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林鄭月娥昨日在港大校務委員會
主席李國章和校長張翔陪同下，參

觀了該校的光子系統研究實驗室與
譚榮芬創科翼，又和港大多個國家
重點實驗室主管會面，聽取多項開
創性的研究成果。
她讚揚港大研究成果卓越，於教

資會最新的「2020年研究評審工
作」取得75%「世界領先」或」國
際卓越」水平的佳績，更在抗擊新
冠肺炎疫情中擔當重要角色，包括
研發污水監測變種病毒及鼻腔噴霧
式疫苗等，期望該校繼續尋求突
破，為香港匯聚及培育更多人才，
共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成國際
科技創新中心。

●林鄭月娥（右一）聽取學生介紹由港大研究團隊研發的
四足機械人。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中文大學與華潤創
業有限公司昨日簽署合作框架協議，以
50比50的比例，各出資不多於1億港元
在港成立公司，打造再生醫學創新中心，
支持香港再生醫學及再生能源領域的設施
建設、科研開發、轉化和產業化。
中大署理校長陳金樑教授及華創首席執

行官陳鷹代表雙方簽署合作框架協議。雙
方計劃通過多方面的深度合作，藉着中大
的科研優勢與華潤的產業資源，協助香港
建設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是次合作旨在通過發揮各自優勢，在

科研、投資、孵化等方面開展緊密合
作，打造雙贏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合作夥
伴關係，吸引國內外科技人才落戶香
港，構建國際水準的創科合作平台。
中大與華創將集中人才、資金和產業

資源，聚焦再生醫學和可再生能源領

域，為學術界和業界提供國際標準的基
礎設施與配套服務，以推動細胞治療、
基因治療等相關領域的技術突破和產業
發展，同時也為推動低碳轉型提供技術
和產業支持。
在再生醫學領域方面，合資公司將在

港打造再生醫學中心，新建或擴建良好
生產規範（GMP）實驗室、生產車間以
及相關設施與設備，為學術界和業界提
供國際標準的基礎設施與配套服務；為
優秀的再生醫學科研項目提供科研投
入；以及投資與細胞或基因治療相關且
具備市場前景的企業。再生能源領域方
面，合資公司將發掘、投資及孵化具發
展前景的新技術和產品，同時為推動低
碳轉型提供技術和產業支持。合資公司
的部分收入將用於支持中大與華創在人
文學科領域的合作項目。

中大華創合辦再生醫學創新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 全球
疫情反覆，中國疫苗為
多國人民防禦新冠病毒
發揮着重要作用，數百
萬人正在接種中國生產
的疫苗。工聯會內地諮
詢服務中心關注內地港
人預約接種的情況，於
今年4月至7月為逾千
名港人安排集體到醫院
接種。
深圳港人登記接種新

冠疫苗一直遇到網上預
約「搶號」的困難，深圳工聯諮詢服務
中心得到廣東省總工會及深圳市總工會
的協助，於4月及6月已安排共200名在
深港人集體到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接種疫
苗，7月底再次安排100名港人到羅湖醫
院接種疫苗。
東莞工聯諮詢服務中心亦接到不少退

休港人查詢不懂上網預約接種疫苗，在
東莞市台港澳事務局協調下，中心於7
月底特別安排100名港人到東華醫院松
山湖區接種。
6月底，福建工聯諮詢服務中心也聯同

廈門市海外聯誼會，為近40名有需要港
人安排集體接種疫苗。
今年5月下旬，廣州出現新冠疫情本

土確診個案，引發市民接種疫苗的熱
潮。部分港人不懂得使用內地預約系
統，求助廣州工聯諮詢服務中心。廣州
中心代港人向內地相關部門反映，得到
廣州市總工會、市委統戰部等單位的大

力支持，在7月份共安排超過600名港人
到第十二人民醫院成功接種。7月中亦在
廣州市總工會、市工商聯及祈福集團的
支持下，組織了近60名港人，在番禺區
祈福醫院接種疫苗。
內地港人踴躍接種疫苗，大家都希望

在粵港通關前早日完成接種，方便出
行，也可以保護自己，同心抗疫。工聯
會內地諮詢服務中心各中心會繼續協助
港人安排接種疫苗。
工聯會現於廣東省五市（廣州 、深

圳、東莞、惠州、中山）及福建省廈門設
有諮詢服務中心，全力支援內地港人。
各中心諮詢熱線：
廣州中心：020-8339 0648
深圳中心：0755-8222 0098
東莞中心：0769-2223 0320
惠州中心：0752-2202 123
中山中心：0760-8575 1383
福建中心：0592-5091 980

工聯3個月助逾千內地港人接種

●工聯會福建中心協助於當地的港人集體接種疫苗。

●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今年6月香港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為281億元，較
去年同期上升5.8%。圖為市民在超市購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吃喝玩
樂 開心中
西區獎賞計
劃」於 8 月
中展開，吸
引該區超過
500間商戶
參與。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